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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三国绘画实物资料一向以复制品示人，此次以原物展出

海派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申城构建“东西南北”4家中医医联体
■本报记者 顾泳

上海市中医药大会昨天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召开，会上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全力推进上
海中医药传承创新开放发展， 发挥中医药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处置和重大传染病
防控中的作用等 7个方面 25条意见。

会议提出，在全市加快推进中医医联体
建设。以就近结对、兼顾传统合作关系为主
要原则，依托 4 家市级中医医院，与市级综
合医院协同，在全市构建东、南、西、北四大
区域中医医联体。

完善中西医协作救治机制
作为公共卫生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上

海中医药在非典、流感、新冠肺炎等传染病
防控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次疫情防控中，上
海集全市之力， 形成由上海市名中医领衔，

包括龙华、曙光、岳阳、市中医医院等市级中
医医院、定点医疗机构专家组成的中医专家
梯队，涵盖呼吸、重症、儿科等专业。

疫情期间，全市以各市级中医医院专家
组力量为支撑，结合中医医联体建设工作安
排，龙华医院负责徐汇、长宁、闵行、奉贤、金
山等 5区，曙光医院负责浦东、黄浦、宝山、

松江等 4区，岳阳医院负责虹口、杨浦、崇明

等 3区，市中医医院负责静安、普陀、嘉定、青
浦等 4区，分别落实区域内相关医疗机构的中
医药防控指导、会诊等工作，实现中医药防控
技术指导全覆盖。在患者救治领域，上海注重
建立中西医协作机制，形成重症患者一线团队
中西医联合救治和市级专家联合会诊相结合、

普通和轻症患者中医巡诊全面协同工作机制。

下一步，全市将进一步完善新冠肺炎等传
染病中西医协作救治机制，加强中医药服务体
系健全中医药救治网络建设。首先，以本市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为契机，推进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中西医协同响应平台建设，完善重
大疫情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西医协同响应
机制。全面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
术与人才资源储备。其次，加强各级中医医院
感染性疾病门急诊、感染科、呼吸科和急诊科
建设，提高硬件配置水平，提升中医药应急救
治水平；开展发热门诊中医药诊疗工作示范单
位建设。三是培育、提升医疗机构传染病中医
药防治能力，提高病毒性感染性疾病、耐药结
核病等感染性疾病中医诊疗能力，建设中医药
传染病防治专家团队和骨干队伍。筛选总结中
医药在应急救治中的有效技术和方法。

形成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会议透露，上海还将构建重大疑难疾病中

西医协同创新攻关示范新模式。全市围绕常见

病、多发病及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协同诊治，

着力推进中、西医机构和中、西医人员等相关
资源整合。通过在血液、肿瘤、肝病、肾病、脓毒
症及罕见病等专业领域的中西医临床协同试
点， 中医药特色优势在更广范围内有效发挥，

可以进一步促进疾病综合诊治水平的提升。

数据显示：自 2015年起，全市每年度开展
中西医结合专项建设，共立项 110项支持开展
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的临床疗效评价及研究，

连续 6年持续建设，已产出一批成果及优秀储
备项目。自 2017年起，本市又组织开展中西医
临床协作试点建设，3批共 36项， 覆盖本市大
部分中医优势领域。其中，瑞金医院再生障碍
性贫血等 7 个项目成为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
西医临床协作试点。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怀琼介绍，完
善中西医临床协作长效机制，构建中西医一体
化服务模式，全市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优势病
种及领域相关储备建设，以解决重大疑难疾病
临床治疗难点为核心， 整合中西医优质资源，

同时在肿瘤、内分泌、脊柱病、康复等专业领
域，形成一批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此外，全市
建成若干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重大疑
难疾病中西医协作诊疗中心。

家门口就能享“中医绝活”

目前全市 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

设有中医综合服务区， 社区卫生服务站与村卫生
室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在社区的延伸，均
可提供同质化的中医药服务。此外，上海积极发展
社区中医专科专病门诊，淞南脱发专病、北蔡“顾
氏喉科”、外滩“楚氏伤科”、上钢关节痛专病、高行
“胡氏妇科”等，均已成为沪上特色诊疗品牌，社区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绝活”。

经过国家和多轮上海中医药三轮行动计划项
目建设，上海治未病服务体系初具雏形，全市二级
以上中医医院均设置治未病科室开展治未病服
务，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实施重点人群健康管
理为切入点推广运用治未病技术方法， 治未病理
念深入人心并融入市民生活方式。而今，上海积极
探索开展中医“治未病”养生保健技术与产品的遴
选、开发、应用、推广与评估，促进相关技术转化。

张怀琼说，下一步上海还将发挥中医治未病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特点和优势，加
强与临床诊疗、 慢病管理、 社区中医药服务等联
动，推广治未病理念和技术方法，促进中医药全面
融入市民健康生活。 具体包括建设省级治未病中
心， 形成省级服务管理平台， 强化治未病服务网
络；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健康状况的治未
病处方库并推广；依托“上海市健康云”加强治未
病与市民健康管理衔接； 大力普及中医养生保健
知识和太极拳等养生保健方法， 推进治未病服务
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

副市长宗明出席会议。

济阳路快速化改建工程
周五启动关键节点施工
将影响卢浦大桥、中环、外环出行

本报讯 （记者 王志彦）记者昨天从浦
东新区建交委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济
阳路快速化改建工程控制性节点改造施工
将于 5月 29日全面启动， 届时卢浦大桥济
阳路、浦东中环立交、浦东外环立交等处的
交通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有出行需求的市
民应尽早关注。

构成中心城区“十字”交通骨架
济阳路快速化改建工程北起卢浦大桥

引桥，南至闵行区界，并与闵行浦星公路跨
芦恒路节点改造工程相接， 设计主线高架 6

车道，地面 6—8车道，高架建成后将实现卢
浦大桥、龙耀路隧道、中环、外环之间的快速
转换，与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共同构成上
海市中心城区“十字”交通骨架。

浦东新区建交委重点处副处长杜玉良
说，从路网功能来讲，上海市快速路由内及
外呈环形布置， 再由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
架十字连接形成“申”字形快速路网。某种
意义上讲， 济阳路已是南北高架的重要组
成部分， 延伸与内环、 中环和外环立交衔
接，实现了快速路网间的集散和转换功能。

年底中环以北段高架桥梁通车
此次施工，高架桥梁沿线将设置通耀路、

耀华路、杨思路、上浦路、芦恒路等出入口，并
对现有中环立交、外环立交进行改造完善。整
个工程的三处控制性节点分别是抬升卢浦大
桥引桥济阳路落地段； 抬升中环立交北向东
匝道和华夏西路/上浦路跨线桥南北落地段；

改建现状外环立交为全互通式立交。

济阳路快速化改建工程将于 2020年底
建成中环以北段高架桥梁并通车，2021年 3

月底外环以北段高架桥梁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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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翀）“三天
不见绿，两眼冒火星”，此话可
见上海市民对蔬菜的喜爱，而
本地产蔬菜是满足市民需求
的重要保障。最近，蔬菜生产
这一事关千家万户的 “小特
产”迎来发展良机：上海都市
蔬菜产业集群入选国家“2020

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
单”。根据目标，到 2022年，上
海将打造 5 万亩绿叶菜规模
化生产基地、100 家绿色蔬菜
生产基地和 1 万亩高标准设
施菜田，形成年产值超过 102

亿元以上的蔬菜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将原先的“小特产”升
级为“大产业”。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和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 农业农村
部、 财政部近日组织完成了
2020 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评审工作，上海都市蔬菜产
业集群入选。上海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发展和菜篮子保障工作。近
年来，上海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构建具有竞争力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促进
上海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最新出炉的都市蔬
菜产业集群规划，上海将结合
蔬菜生产保护区建设， 基本
实现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种
植、 机械化生产、 社会化服
务、 品牌化销售、 产业化经
营，促进蔬菜生产端、加工运
销端、 主体端全产业链有效
衔接和协同发展； 推动蔬菜
产业形态由“小特产”升级为
“大产业”，空间布局由“平面
分布”转型为“集群发展”，形
成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

都市蔬菜产业集群将成
为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新支撑、农业转型发展的新亮
点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在谋篇布局上，上海
以划定蔬菜生产保护区为重要抓手，在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成果基础上， 全力做好未来蔬菜空间布局。

全市共划定蔬菜生产保护区 49.07万亩； 划定崇明
中兴镇等 15个蔬菜生产保护镇， 划定地块总面积
约 16.79万亩。同时，结合上海蔬菜产业目前发展的
基础和条件，在产业集群建设中进一步聚焦重点区
域、优势品类和关键环节，确定单品类重点基地、区
域性育苗中心、蔬菜全程机械化基地、加工和冷链
物流基地等不同的建设重点。

根据规划，到 2022 年，上海重点建设 10 家区
域性地产蔬菜加工和冷链物流基地，培育 100个蔬
菜生产基地发展“生鲜电商+冷链宅配”订单农业，

地产蔬菜绿色认证率达 20%。 在产值上， 到 2020

年， 建成年产值超过 84亿元的蔬菜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产值绝对值增加 6 亿元；到 2021 年，建成年
产值超过 90亿元的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产值
绝对值增加 6亿元； 到 2022年， 建成年产值超过
102亿元的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产值绝对值增
加 12亿元以上。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珍贵馆藏文物讲述江南“柔与刚”

本报讯 （记者 简工博）“如今‘江南’二
字已经超越地理区域概念，更像是一个形容
词，象征着温润、富庶、精致等诸多美好。”昨
天，“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在上海
博物馆开幕，展览内容策划、上海博物馆副
研究馆员谷娴子说。展览的 197件（组）文物
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主， 借展全国 15

家文博单位的重要文物，从历史纵轴讲述更
全面的江南。 展览今起对外开放， 将展至 8

月 23日。

江南文化“矛盾统一”

康熙曾六下江南， 对中国历史影响深
远，也留下无数民间传奇故事。此番上海博
物馆的江南文化展， 就以这个故事为开
端———从清代王翚《康熙南巡图粉本》引出
五大板块。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王夫差鉴、越王者旨
於睗剑等，带领观众回顾吴越争霸的残酷历
史；宋拓《淳化阁帖》中的王羲之《秋月帖》、

元代王冕《墨梅图轴》、明代徐渭《竹石牡丹
图轴》、南宋—元代哥窑五足洗等，再现江南
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从良渚文化鸟纹玉璧

到西晋青釉堆塑楼阁飞鸟人物纹罐，无不体现
出江南“仓廪实而知礼节”；南朝竹林七贤与荣
启期砖画拓片、明代陈洪绶《雅集图卷》等讲述
了江南生活的“自由”与“诗性”；而明代唐顺之
《草书杜诗卷》、蔡世新《王阳明肖像图轴》、倪
元璐《行书五律诗轴》等文物则重在讲述“江南
人物”的责任、思想和气节。

此次展览中，一批平时深藏博物馆的珍贵
文物将与观众见面。五代董源《夏山图卷》，描
绘了江南夏日峰峦叠翠、云雾缭绕、山民劳作
的景致，极为珍贵，出于文物保护需要，将仅展
出一个月。而明代缪瑞云顾绣竹石花鸟人物合
册（共十开）较为脆弱，展览中将仅展出五开，

并在开幕一个半月后换展另五开。此外，展览
中的三国·吴朱然墓出土宫闱宴乐图漆案，被
视为目前仅存的三国（装饰）绘画实物资料，向
来以复制品示人，此次展览借来原物展出。

谷娴子表示， 此次展览是一次主题性展
览，突破单一门类，突破时间脉络，侧重文物阐
释，讲述江南文化的“矛盾统一”———崇勇尚智
又文秀典雅，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治平济世
又明德修身，阳春白雪又市井浮生，抱诚守真
又海纳百川。

197件（组）文物门类众多
此次展览 2018年 6月即立项筹备， 展览

中的 197件（组）文物，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
为主，并借展安徽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辽宁
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 15家
文博单位的重要文物，涵盖骨角器、玉石器、青
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漆器、家具、印章、竹
木器、玻璃器等诸多门类。

昨晚 19时，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 “江南文化讲堂”第
一季第一期， 在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开讲。

首期讲堂由谷娴子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中国散文学会副会
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围绕“江南
文化发展与海派文化、红色文化诞生”“江南的
柔和刚”以及“从‘江南文化艺术展’谈江南文
化”展开阐述讨论。

“江南文化讲堂” 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公益性文化品
牌项目，每季（1季周期为 1年）至少举办 10期
活动。待疫情稍缓，讲堂系列活动将逐步向广
大市民开放。

市郊水果玉米批量上市
咬一口爆浆比西瓜还甜
■本报记者 任翀

这个季节，上
海市郊当红的水
果是西瓜，不过部
分农民尝试种植
了一种比西瓜还
甜、一口咬上去会
爆 浆 的 农 产
品———水果玉米。

最近，这种水果玉
米迎来成熟期，批
量上市。

在金山区金
山卫镇钱圩横召
村的上海灿盛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
大棚里，水果玉米
即将上市。每棵植
株上只保留一个玉米， 合作社负责人高斌磊说，这
是为了保证每个玉米都有足够养分， 长得更壮，口
感更好。随手摘下一只玉米，剥去浅绿色的苞叶，玉
米粒黄白相间，咬上去一口爆浆，甜度非常高，还带
着一股淡淡的牛奶味。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兴起的玉米新品种，名叫
“金银 208”，引自法国，生吃熟吃都很美味，且营养
丰富。金银 208水果玉米通过杂交技术培育，是不
同的玉米品种之间互相授粉后产生的新品种，属于
自然繁殖范畴，并非转基因农产品。金银 208 的最
高甜度能达 19度，而普通西瓜中心甜度在 12度左
右，特别甜的也不过 16度上下。

水果玉米不仅丰富市民餐桌，而且成为农民增
收的好帮手。金山区支持农民种植新产品，合格的
水果玉米可使用区域公共品牌“鑫品美”拓展市场。

水果玉米不按重量销售，而是论“只”卖，每只售价8

元左右。“这个价格对农民是一种肯定，因为水果玉
米要做到‘掰下就吃’，食品安全容不得一丝马虎。”

高斌磊说，合作社种植的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都不
打农药，全程采用人工拔草加铺地膜防草，施农家
有机肥，再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每株只保留最壮实
的那个玉米。今年水果玉米成熟后，合作社通过网
店营销，已有了不少回头客，“12只一箱，99元包邮，

基地直送市区，如今网上销量已占总销量的三分之
一。还有不少市民慕名前往基地选购，基地直销也
占到三成。”

大约两三年前，上海就引入水果玉米，但主要
供市民游客采摘品尝。前年底开始，部分农民开始
规模化种植，去年成熟后批量上市，市场反响不错。

看到水果玉米的市场前景，许多农民跃跃欲试。

明代文徵明《江南春词意图卷》再现古代江南文人的诗书画印创作。 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南宋“皇宋湖学宝尊”铭铜牺尊。

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局部。

水果玉米可生吃。高斌磊 摄

互联网企业党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下午，上海召

开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会。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全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要求，牢固
树立阵地意识，强化政治引领，发挥网格党
建优势，着力扩大互联网企业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 更加注重党组织作用发挥、功
能强化、实效提升，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推动上海基
层党建“继续探索、走在前头”，为创造新时
代上海发展新奇迹作出更大贡献。

把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上接第 3版）

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2020年，我们党将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扣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紧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依法履职尽责，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
成绩新进展。

（一）确保宪法全面实施。落实宪法解释程
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健全备案审查
信息平台功能。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
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完善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在“九
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围绕推动高质量发
展，制定长江保护法、乡村振兴促进法、期货法、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修改专利法等。围绕完善民
生保障制度，突出公共卫生领域立法，修改野生
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
发事件应对法、职业教育法，制定社会救助法、退
役军人保障法等。 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制
定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通
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行政处罚法、人民武
装警察法等。围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
系建设，制定出口管制法，修改反洗钱法、中国人
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围绕完善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
规则、选举法、国旗法等。还要做好授权决定和改
革决定等相关立法工作，确保党中央确定的重大
立法任务、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立法任务圆
满完成。

（三）依法做好监督工作。聚焦党和国家重大
工作部署，预安排了 29个监督项目。围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听取审议关于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等情况的 16个工作报告。 检查常委会有
关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慈
善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农

业机械化促进法等 6 部法律和 1 个决定的
实施情况。围绕土壤污染防治、审计查出突

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围绕“十四五”规
划纲要编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社会保险
制度改革等开展 5项专题调研。

（四）支持代表依法履职。健全代表联络机
制，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
体措施。加强代表自身建设。改进代表议案建议
提出、办理、反馈各环节工作，落实代表建议答复
承诺解决机制。扩大代表对常委会、专门委员会
立法、监督、调研等工作的参与，认真听取和采纳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增强代表学习培训的针对
性实效性。加快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建设。

（五）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充分发挥人大在对
外交往方面的独特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

加强高层交往，发挥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工作
机构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稳步推进机制交流，积
极参与议会多边合作， 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立法交
流，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六）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巩固和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改进工作作风。完
善议事程序和工作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理论研究，改进人大新闻舆论工作。充分发挥专
门委员会作用。 切实加强全国人大机关建设。加
强与地方人大联系，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聚焦法治重点，呼应社会关切
（上接第 3版）

惩治暴力伤医
起诉涉医犯罪 1637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 严惩暴力伤医犯

罪，对杀害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的孙文斌
等一批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伤医、聚众扰
医等涉医犯罪 1637人。 北京检察机关对
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快捕快诉，被告人被判
处死刑。

维护食药安全
妥善审理长生疫苗案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妥善审理长生

疫苗案、肖平辉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等重
大案件。河北、上海、江苏等地法院依法审
理涉及未经批准进口仿制药刑事案件，准
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

最高检报告提出，食药安全底线不容
触碰， 办理食药领域公益诉讼 35778件，

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惩罚就要痛到不敢再犯。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